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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八十

年来，它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指引着中

国革命文艺前行的方向，今天，在新时

代新征程的文艺发展道路上，我们重

温这篇《讲话》，依然感受到它蓬勃的

生命感，和无比透彻的时代价值、当代

意义。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进行了

创新性发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每

一步成长都与时代息息相关。电影作

为文化艺术里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记录时代，服务人民的。一部成功

的电影，背后折射出的，是以“工匠精

神”打磨精品的深耕细作，打造当代中

国银幕人物形象所引发的情感共鸣，

以及中国国力提升后高涨的文化自

信。多年来，我和我带领的博纳影业

始终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心同

行，以影视精品为特色，创作出了一大

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作

品：以《智取威虎山》为开端，开创了近

年来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题材电影

商业化的新篇章。《长津湖》、《长津湖

之水门桥》、《红海行动》、《中国机长》、

《中国医生》、《湄公河行动》、《智取威

虎山》、《烈火英雄》、《决胜时刻》成为

了弘扬时代精神、唱响主流价值观的

代表作，9 部影片总票房超过 200 亿

元。其中，电影“长津湖系列”以 98.31
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系列影片票房

冠军，吸引超过 2.1 亿人次走进电影

院。在这场全民观影热潮中，集体记

忆、情感共振、家国情怀得到了加倍的

激发和释放。

创作本身就源于人民，所以要更

好地服务于人民。作为电影人，我们

用现代电影的语言表达、创造性转化，

把中国故事拍好，把中国的优秀影片

传播到世界各地，是中国电影人的一

份职责，我们应该为之努力。我们也

会利用好现在的成绩和影响力，继续

用高质量的作品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以生动的影视文化实践全方位展

现新时代伟大成就和精神气象，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尹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

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源泉。80 年前，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

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

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

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

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

究、分析一切人……

在今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这么一个特殊

的时间点上，我觉得有别样的一番

感悟。

中国电影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

八九十年代，那么多优秀作品秉持着

现实主义的传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

艺术家的良知。贴近人民，贴近生活，

为民代言，针砭时弊，代表了那个时代

的精神，为时代立传立像，艺术家秉持

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现实主义的

最终表达，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

前年，我拍摄了电影《没有过不去

的年》，影片中呈现了人们的困顿，焦

虑，灵魂无处安放的那样的无力感，在

奔跑路上停不下来的人们，希冀寻找

那种心灵慰藉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老

家，回到了美丽乡村，回到了含辛茹苦

的母亲身边，温暖包围着每个人……

固然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人被感动，

故事可以结束，现实依然是现实。在

表达现实的锐度、锋芒和带有那种毛

刺感的同时，创作者能否洞穿历史，站

在现实的高位，开一扇天窗。阳光也

好，亮光也好，它一定是有温度的。电

影人把这个时代巨变下人的内心用影

像记录下来，当所有的作品连成珠链

的话，它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

灵史，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让来者和后人了解今天、了

解我们这一代创作者的立场、态度和

智慧。

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是党领导文艺工作最重要

的经典文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

中，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党夺取全

国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初步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

枪杆子之外笔杆子的巨大价值。新中

国成立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文艺方针，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

平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对《讲话》在新

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丰富和发展，

推动了新时期文艺、包括新时期以来

中国电影的发展和繁荣。新时代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以人民为中

心”的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作为

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继

承了《讲话》传统，正在对当前的文艺

工作、包括电影的生产和创作产生巨

大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 80 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都

是需要认真学习、分析、研究和讨论的

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成龙（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

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

国当代文艺领域的精神基石，其影响

力与生命力一直绵延至今。在座谈会

上，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

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更提出了“人民才是真正的

英雄”，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重要指导

思想。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宗旨，进行文艺创作，我们需要走到群

众中去，感受人民真正的所思所想，去

倾听他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否则创作

源泉就会干涸，创作的结果也会曲高

和寡。只有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创作的作品，才会拥有无穷的生命力。

比如当年香港的治安不好，所以

我和团队一起创作了《警察故事》系列

电影，电影里面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

警察形象得到了广泛好评。几十年

来，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我不断学习进

步，坚持表达爱国情怀、保护文物、不

要酗酒、不要暴力等观点，引起了许多

观众的共鸣，也一直通过电影向广大

青少年表达要用自己的努力拼搏去获

得社会的认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距

今已经 80 年，对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

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2021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文联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

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

祖国经历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

化，更加自信更加强盛地屹立在世界

的东方。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时代机遇，创作出真正代表

中国文化、中国人民、中国英雄的作

品，要把人民性、艺术性、思想性、观赏

性相结合，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人的新

形象。

任仲伦（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了。当年，它

以开创性的思想，解决了“文艺为什么

人”等根本问题。80 年来，以其高扬人

民性的真理，深刻影响着中国文艺的

方向。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

代会、作代会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领袖们对中国文艺的要

求，一以贯之，历久弥新。

高扬人民性，始终是中国文艺的

旗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

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近

几年我在主编《上海电影志》，从中深

刻认识到：共和国电影历史，就是对人

民创造历史最热情赞颂的创作史，是

对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最深情褒

扬的创作史。由此，诞生了许多经典

电影，涌现了许多优秀电影艺术家。

在上影工作期间，我有幸与一批优秀

艺术家交流，他们身上都有共同的人

民性：不仅让人民成为作品中的主角，

而且在思想情感上人民荣辱与共。他

们热爱人民，最终为人民所热爱。如

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的谢晋导演、获

得“人民艺术家”荣誉的秦怡老师、获

得“七一”勋章的吕其明老师，等等。

他 们 是 坚 持 文 艺 为 人 民 创 作 的 践

行者。

思想的真理性，赋予其生命力。

当年毛泽东主席提问：“对于人民，这

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

应该歌颂？”他以诘问而旗帜鲜明地倡

导文艺为人民而歌。所以，我们要坚

持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史诗，创作为更

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是新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苏小卫（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

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文艺问

题的重要讲话，80 年来一直指引着党

的文艺工作的方向。80 年后的今天，

我们重温《讲话》，既是对抗战时期在

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文艺工作者心

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入群众，服务

群众，动员群众的光辉历史的缅怀，也

是对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迎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程的再思考、

再出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文

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

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

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

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

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的

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

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的，为工

农兵所利用的。”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新

中国电影的丰硕成果也是对这一理论

的具体实践与印证。作为最受人民群

众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中国电影再

现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历程，歌颂了英

雄模范的高尚品质，书写了人民群众

的喜怒哀乐，成为人民群众不可缺少

的精神食粮。电影和观众在一起，是

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成功之路，需要

一代一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

吴京（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 话 时 ，我 们 的 军 队 被 叫 作“ 土 八

路”。和以上海滩十里洋场为代表的

西化现代生活模式相比，黄土高原、太

行 山 上 艰 苦 奋 斗 的 八 路 军 似 乎 是

“土”的。然而，一批又一批的爱国进

步青年却离开都市，奔赴延安。海内

外有识之士认定，延安才是中国救亡

复兴的希望所在。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原因之外，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文化

建构也功不可没。《讲话》所倡导的文

学艺术“为工农兵”，是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

在文化领域里的延伸。《黄河大合唱》、

《白毛女》等抒发了人民的心声、民族

的意志，延安电影团更成为未来共和

国电影事业的红色基因种子库。直到

今天，中国电影都受益于延安文艺精

神。近几年最受观众喜爱的国产影

片，一方面致力于技术革新、形式创

新，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中国的故事、

形象、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增强文化自

信。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2021 年在中国文联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背景下为文艺工作指出了新方向，

提出了新要求，是 80 年前《讲话》的续

篇，更是新篇。中国电影人重温、学习

这些《讲话》，一定可以再次获得来自

中国土地的力量，战胜当前的困难，登

上新的文化高峰。

张涵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1942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阐明了文艺工作的创作路线，

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回首 80 载，作为文艺工作者，我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讲话》对文艺工作

者的重要性。

文艺工作要坚守人民立场，就是

要依据人民的需要，在展现人民生活

的基础上提高创作。只有坚守人民立

场的创作才能表达人民的心声，才是

人民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求。文艺

要反映的是人民生活普通而又实际的

状况，要更集中、更典型，同时也要有

理想。扎根于人民立场基础上创作出

来的作品，会让人民在作品中看到自

己的影子，被歌颂的人物会让人民更

加倍感亲切，这样的作品具有人民的

温度，更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艺工

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文艺工作者，是社会

文艺体现的代表，必须是真正站在人

民的立场上满腔热情来创作，这是态

度问题。只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

能真正辨明什么是真善美和假恶丑。

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是社会主义

的文艺，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个原则

问题。

黄渤（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这是

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

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继承

和发展，更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艺创

作的指导和遵循。围绕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新时代的文艺工

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立场、紧扣时代脉

搏、扎根基层现实、创作精品力作，把

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急难愁盼、喜怒

哀乐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一

是以情感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从情感共鸣到情感认同，让观众从接

受人物开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人

物形象，避免那些脱离人民不问世事

的现象。二是以理服人，通过立得住

的人物形象去讲好道理，这其中既要

讲观众生活中困扰困惑的小问题，更

要讲时代发展、民族复兴的大趋势，把

情感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让电影作

品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三是以

文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

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

工程师”，我们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力量的作

品，启迪心灵更焕发斗志，滋润心田更

激扬理想，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

喇培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毛泽

东同志的这篇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

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

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

服务的方向，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的

方向问题。《讲话》不仅对当时中国革

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而且在今天对于指导我们做好新

时代文艺工作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坚决

贯彻党中央和中宣部的要求，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牢牢把握文

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

本宗旨，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

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天职，推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深得人民群

众的喜爱，为推动党和国家文化事业

和产业的繁荣发展、丰富中华民族精

神文化宝库、赓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同其他

行业一样，中国电影也遭遇到严重挑

战。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我们

中国电影人坚定信念、团结一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在生

活的海洋中汲取创作灵感、积蓄创作

能量，克服困难，埋头苦干，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坚持为人民创作、为中国实

现电影强国而不负时代、勇毅前行。

中国影协主席团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